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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六年国殇节特会信息纲要 

总题：基督的扩增，为着召会的建造 
第二篇 

约翰福音所描绘基督的扩增 

读经：徒五14，约三29上、30上、31～36，十二24，二十17，十七21～23 

徒5:14 信的人越发加添归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 
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约3:31 那从上头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；那出于地的，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，也是属于地。那从天上

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。 

约3:32 祂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祂的见证。 

约3:33 那领受祂见证的，就盖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 

约3:34 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 

约3:35 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。 

约3:36 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；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，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上。 

约12: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

粒来。 

约20:17 耶稣对她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；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

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 

约17:21 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

差了我来。 

约17: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 

约17:23 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，并且知道你

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 

壹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开展——约十二24，徒五14，九35，十一

21、24： 

约12: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

许多子粒来。 

徒5:14 信的人越发加添归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 

徒9:35 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转向了主。 

徒11:21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，信而转向主的人为数甚多。 

徒11:24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满有圣灵和信心，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。 

一 借着经过死，主耶稣进入了复活，把祂神圣的生命分赐给一切信入祂的人，使他们能

成为祂的复制——彼前一3，约三15，二十17。 
彼前1: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，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

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 

约3: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 

约20:17 耶稣对她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；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

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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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经过死与复活，基督一再地繁殖、扩增、开展——徒五14，十一24。 
徒5:14 信的人越发加添归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 

徒11:24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满有圣灵和信心，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。 

三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基督自己；因此，召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扩增与开展——

弗一22～23，四4、16，林前十二12、27。 
弗1: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，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； 

弗1:23 召会是祂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 

弗4: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，正如你们蒙召，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； 

弗4:16 本于祂，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

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

来。 

林前12:12 就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，

基督也是这样。 

林前12: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作肢体。 

四 召会不仅传扬基督，也扩增并开展基督——太二八19，徒一8。 
太28:19 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将他们浸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， 

徒1: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

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作我的见证人。 

贰 “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祂必扩增”——约三29上、30上： 
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一 三十节的扩增，就是二十九节的新妇，这新妇乃是所有重生之人活的组成——3～6
节： 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约3:3 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 

约3:4 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？ 

约3:5 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 

约3:6 从肉体生的，就是肉体；从那灵生的，就是灵。 

1 重生不仅将神的生命带进信徒里面，更使他们为着基督的扩增，成为团体的新妇—

—6、15节、29节上、30节上： 

约3:6 从肉体生的，就是肉体；从那灵生的，就是灵。 

约3: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 
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a 作为基督之扩增的新妇与我们这人属灵的部分有关——6节下。 

约3:6下 …从那灵生的，就是灵。 

b 我们重生之人的灵乃是基督之扩增的一部分，而这扩增是基督的繁增与复制；借

着重生，我们成为基督之扩增的一部分。 

2 基督借着重生蒙救赎的罪人而得扩增，将他们作成祂的新妇，祂的妻子。 



二〇一六年国殇节特会-基督的扩增，为着召会的建造  纲要含经文 17 
 

3 基督要一直得着扩增，我们就需要接触人，帮助他们得重生，因而生出新的属灵儿

女——林前四14～15，门10。 

林前4:14 我写这些话，不是羞辱你们，乃象劝戒我亲爱的儿女一样。 

林前4:15 你们在基督里，纵有上万的导师，父亲却不多，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

音生了你们。 

门10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欧尼西母恳求你； 

二 这位扩增的基督是无法测度且没有限量之神的儿子——约三31～36： 
约3:31 那从上头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；那出于地的，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，也是属于

地。那从天上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。 

约3:32 祂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祂的见证。 

约3:33 那领受祂见证的，就盖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 

约3:34 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 

约3:35 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。 

约3:36 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；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，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

上。 

1 祂这如此无法测度、没有限量的一位，是从上头来，又是在万有之上，父已将万有

都赐给祂，并且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——31节。 

约3:31 那从上头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；那出于地的，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，也是属于

地。那从天上来的，是在万有之上。 

2 这样的一位需要一个宇宙的扩增，作祂的新妇与祂相配——29节上、30节上。 
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3 子基督将那灵没有限量地赐给神的子民——34节： 

约3:34 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 

a 我们要成为这位无限之基督的扩增，唯一的路就是接受那灵，并被那灵充满；我

们越有那灵，就越成为基督的扩增——34节。 

约3:34 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 

b 这扩增开始于我们的重生，完成于我们被那无限量的灵所充满——3～6、34节。 

约3:3 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 

约3:4 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？ 

约3:5 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

的国。 

约3:6 从肉体生的，就是肉体；从那灵生的，就是灵。 

约3:34 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 

叁 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”—

—十二24： 

约12: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

许多子粒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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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约翰福音启示，主耶稣来分赐神的生命给我们，使祂能为自己得着扩增——十10下，

三15、29上、30上。 
约10:10下 …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 

约3: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 

约3:29上 娶新妇的，就是新郎；… 

约3:30上 祂必扩增，… 

二 主耶稣落在地里死了，就叫祂神圣的元素，神圣的生命，能从祂人性的体壳释放出

来，在复活里产生许多信徒（彼前一3）；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把生命的元素释放

出来，又从地里长出，结出许多果实，就是产生许多子粒。 
彼前1: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，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

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 

三 这许多子粒乃是祂许多的肢体，构成祂奥秘的身体——祂永远无限的扩增——林前十

二12、27，约三30。 
林前12:12 就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，

基督也是这样。 

林前12: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作肢体。 

约3:30 祂必扩增，我必衰减。 

四 我们不该一直作完整的子粒；反之，我们必须被破碎，并被磨碾成细面，使我们能与

别人调和成为一饼；这饼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——林前十17，
启二一2。 
林前10:17 因着只有一个饼，我们虽多，还是一个身体，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。 

启21: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妆饰整齐，等

候丈夫。 

五 伯大尼的筵宴之家所描绘的召会生活很美妙——约十二1～11： 
约12:1 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祂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所在的地方。 

约12:2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晚宴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 

约12:3 那时，马利亚就拿着一磅至贵的真哪哒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

祂的脚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 

约12:4 祂门徒中的一个，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， 

约12:5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百银币分给穷人？ 

约12:6 他说这话，不是因他顾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 

约12:7 耶稣就说，由她吧，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。 

约12:8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 

约12:9 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都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祂

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。 

约12:10 但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 

约12:11 因为有好些犹太人，为拉撒路的缘故，离去并信入了耶稣。 

1 品质虽然绝佳，数量却极为有限。 

2 因此，主耶稣必须完成释放生命的死，好使这样的召会生活得以在复活里繁增——

24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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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12: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

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 

肆 “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

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”——二十17： 

约20:17 耶稣对她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；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

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 

一 借着基督的复活，门徒就因神的生命得了重生（彼前一3），这生命是借着基督作为一

粒麦子受死而释放出来的。 
彼前1: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，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

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 

二 祂原是父的独生子，是父个别的彰显；现今借着祂的死与复活，父的独生子成了许多

弟兄中的长子——约一18，三16，罗八29： 
约1: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将祂表明出来。 

约3:16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祂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

的生命。 

罗8: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，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，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

长子。 

1 祂的许多弟兄就是神的许多儿子，也是召会，就是父神在子里团体的彰显；这是神

终极的心意——来二10～12。 

来2:10 原来万有因祂而有，借祂而造的那位，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就借

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，这对祂本是合宜的。 

来2:11 因那圣别人的，和那些被圣别的，都是出于一；因这缘故，祂称他们为弟兄，

并不以为耻，说， 

来2:12 “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，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。” 

2 那许多弟兄是父生命的繁殖，也是子在神圣生命里的繁增；因此，在主的复活里，

神那要得着许多儿子作祂永远团体彰显的永远定旨就得以完成——弗一4～5，三9～
11。 

弗1: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爱里，在祂面前，成

为圣别、没有瑕疵； 

弗1: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，预定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归于祂自

己， 

弗3: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，向众人照明， 

弗3:10 为要借着召会，使诸天界里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， 

弗3: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所立的永远定旨； 

伍 “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

面，…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

样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”——约十七21～23

上： 

约17:21 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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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信你差了我来。 

约17: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 

约17:23上 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，… 

一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之扩增的一，在其中所有蒙重生的人，所有的子粒，所有的弟兄乃

是一——三6，十二24，二十17。 
约3:6 从肉体生的，就是肉体；从那灵生的，就是灵。 

 

约12: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

结出许多子粒来。 

约20:17 耶稣对她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；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

说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，到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。 

二 三一神是三，但这三者在独一的一里——这是互相内在的一，乃是基督身体一的模型

——弗四4。 
弗4: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，正如你们蒙召，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； 

三 基督身体的一，基督扩增的一，就是神圣三一扩大的一——约十七21～23，十四20，
林前十二12。 
约17:21 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

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 

约17: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，正如我们是一一样。 

约17:23 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，

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 

约14:20 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 

林前12:12 就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，

基督也是这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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